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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學號 學生姓名 現就讀學系(全名) 申請就讀之研究所(全名) 

1 1003736 張語晴 輔導與諮商學系 
輔導與諮商學系碩士班   

(諮商心理組) 

2 1003738 賴香齊 輔導與諮商學系 
輔導與諮商學系碩士班   

(諮商心理組) 

3 1003748 鄭沛晨 輔導與諮商學系 
輔導與諮商學系碩士班   

(諮商心理組) 

4 1003771 林子婷 輔導與諮商學系 
輔導與諮商學系碩士班   

(諮商心理組) 

5 1003784 吳 紀 輔導與諮商學系 
輔導與諮商學系碩士班   

(諮商心理組) 

6 1003786 李思萱 輔導與諮商學系 
輔導與諮商學系碩士班   

(諮商心理組) 

7 1003599 彭詩珈 特殊教育學系 特殊教育學系碩士班 

8 1003591 馬詩婷 特殊教育學系 特殊教育學系碩士班 

9 1003597 陳沛榮 特殊教育學系 特殊教育學系碩士班 

10 
1003881 王維安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碩士班  

(運動科學組) 

11 
1003882 王昱翔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碩士班  

(運動教育與休閒組) 

12 
1003883 葉冠言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碩士班

(運動教育與休閒組) 

13 
1003908 梁建弘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碩士班

(運動科學組) 

14 
1003927 林冠維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 體育與健康休閒學系碩士班

(運動教育與休閒組) 

15 1004827 廖烽均 中國文學系 中國文學系碩士班 

16 1004917 郭郁筠 中國文學系 中國文學系碩士班 

17 1004375 陳柏彰 中國文學系 中國文學系碩士班 

18 1004937 黃映甄 中國文學系 中國文學系碩士班 

19 1004380 李珮婕 中國文學系 中國文學系碩士班 

20 1004381 李詩涵 中國文學系 中國文學系碩士班 

21 1004267 蔡孟璇 視覺藝術學系 視覺藝術學系碩士班 

22 1004234 林茂祥 視覺藝術學系 視覺藝術學系碩士班 

23 1004401 陳秋婷 生物事業管理學系 生物事業管理學系碩士班 

24 1004416 張嘉心 生物事業管理學系 生物事業管理學系碩士班 

25 1004936 何翊軒 生物事業管理學系 生物事業管理學系碩士班 

26 1007103 鄭莉庭 財務金融學系進學班 企業管理學系碩士班 

27 1007129 謝明晉 財務金融學系進學班 企業管理學系碩士班 

28 1004753 莊為翔 行銷與運籌學系 觀光休閒管理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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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1004774 劉冠瑩 管理學院學士學位學程 行銷與運籌學系碩士班 

30 1004794 陳虹樺 管理學院學士學位學程 行銷與運籌學系碩士班 

31 1004771 張漢文 管理學院學士學位學程 行銷與運籌學系碩士班 

32 1004799 盧冠芸 管理學院學士學位學程 行銷與運籌學系碩士班 

33 1004752 吳艾珈 管理學院學士學位學程 行銷與運籌學系碩士班 

34 1002042 王嘉琪 農藝學系 農藝學系碩士班 

35 1002039 林炳男 農藝學系 農藝學系碩士班 

36 1002143 許淯淳 森林暨自然資源學系 森林暨自然資源學系 
碩士班 

37 1002145 蔡毓璇 森林暨自然資源學系 森林暨自然資源學系 
碩士班 

38 1002151 徐維謙 森林暨自然資源學系 森林暨自然資源學系 
碩士班 

39 1002169 謝承侃 森林暨自然資源學系 森林暨自然資源學系 
碩士班 

40 1002172 林育慧 森林暨自然資源學系 森林暨自然資源學系 
碩士班 

41 1002179 方伊琳 森林暨自然資源學系 森林暨自然資源學系 
碩士班 

42 1002186 吳宇姍 森林暨自然資源學系 森林暨自然資源學系 
碩士班 

43 1002295 余采螢 動物科學系 動物科學系碩士班 

44 1002289 紀玫汝 動物科學系 動物科學系碩士班 

45 1002468 林宜蓁 生物農業科技學系 生物農業科技學系碩士班 

46 1002454 李亞珊 生物農業科技學系 生物農業科技學系碩士班 

47 1002440 李宜芳 生物農業科技學系 生物農業科技學系碩士班 

48 1002469 許書華 生物農業科技學系 生物農業科技學系碩士班 

49 1002438 張博鈞 生物農業科技學系 生物農業科技學系碩士班 

50 1002447 林立杉 生物農業科技學系 生物農業科技學系碩士班 

51 1002459 陳羽鴻 生物農業科技學系 生物農業科技學系碩士班 

52 1002463 王佩霖 生物農業科技學系 生物農業科技學系碩士班 

53 1002739 劉佳炘 應用化學系 應用化學系碩士班 

54 1002749 郭紋華 應用化學系 應用化學系碩士班 

55 1002634 毛茹蓮 電子物理學系 電子物理學系光電暨固態電
子碩士班 

56 1002637 傅荔暄 電子物理學系 電子物理學系光電暨固態電
子碩士班 

57 1002646 楊喬筑 電子物理學系 電子物理學系光電暨固態電
子碩士班 

58 1006410 吳文鑌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碩士班 

59 1006443 黃辰儒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碩士班 

60 1006454 王旻位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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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1002961 周嘉樂 資訊工程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62 1002974 宋冠杰 資訊工程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63 1002962 姜伯霖 資訊工程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64 1002998 游友誠 資訊工程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65 0992976 張翃碩 資訊工程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66 1006609 陳琦 資訊工程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 

67 1003283 劉奕炘 生物資源學系 生物資源學系碩士班 

68 1003278 顧庭翔 生物資源學系 生物資源學系碩士班 

69 1003242 羅權彧 生物資源學系 生物資源學系碩士班 

70 1003275 林詠喬 生物資源學系 生物資源學系碩士班 

71 1003266 廖品琇 生物資源學系 生物資源學系碩士班 

72 1003265 魏辰宇 生物資源學系 生物資源學系碩士班 

73 1003279 沈冠宇 生物資源學系 生物資源學系碩士班 

74 1003243 廖均宜 生物資源學系 生物資源學系碩士班 

75 1003273 蘇震軒 生物資源學系 生物資源學系碩士班 

76 1003268 許翊萱 生物資源學系 生物資源學系碩士班 

77 1003318 蔡文育 水生生物科學系 水生生物科學系碩士班 

78 1003319 徐正翰 水生生物科學系 水生生物科學系碩士班 

79 1003328 趙于慎 水生生物科學系 水生生物科學系碩士班 

80 1003335 劉偌凡 水生生物科學系 水生生物科學系碩士班 

81 1003340 彭聖凱 水生生物科學系 水生生物科學系碩士班 

82 1003343 蔡子軒 水生生物科學系 水生生物科學系碩士班 

83 1003346 曾也慧 水生生物科學系 水生生物科學系碩士班 

84 1003355 陳奎佑 水生生物科學系 水生生物科學系碩士班 

85 1003396 蔡建韋 生化科技學系 生化科技學系碩士班 

86 1003401 黎海健 生化科技學系 生化科技學系碩士班 

87 1003397 吳怡臻 生化科技學系 生化科技學系碩士班 

88 1003395 鄧苒芸 生化科技學系 生化科技學系碩士班 

89 1003453 徐雪芸 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 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碩士班 

90 1003457 方紫珣 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 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碩士班 

91 1003459 張王季綸 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 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碩士班 

92 1003464 鄧舜心 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 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碩士班 

93 1003494 李育瑩 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 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碩士班 

94 1004926 郭佳靜 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 微生物免疫與生物藥學系碩士班 

95 1003214 莊珮琦 食品科學系 食品科學系碩士班 

96 1003215 黃筱楓 食品科學系 食品科學系碩士班 

97 1003224 鄭玉松 食品科學系 食品科學系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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